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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全国冰球锦标赛注入活力
的男子B组由今年新报名的队伍 构

人参赛。 不过这些外援并非外国专业

相。 南方城市队伍借助北方重点城市

成， 同时上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名辽宁

冰球运动员，徐成响表示，参赛外援须

组队，通过“稀释”队员的方式扩充队

队也在此组别。 与专业队伍不同，此

符合诸多条件， 其主要来源为冰球俱

伍规模、 促进冰球在南方城市的普及

由28支队伍参加的2018全国冰球

组别队伍来源较为复杂， 既有“轮转

乐部外籍教练和外资企业、 外资机构

发展。

锦标赛5月7日在北京打响。 除了规模

冰” 队伍也有社会俱乐部队伍。 中国

的驻华工作人员。“我们这次充分吸

据统计，2015年全国冰球人口不

本报记者

王

静

实习记者

何青汉

大、规格高等亮点，改革成为这次全国

冰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徐成响表示，

纳了在各省区市工作的外籍人士代表

到2000人，全国冰场数量不到50块，而

冰球锦标赛的关键词。 首次设立男子

“这体现了专业队与非专业队的融合，

当地参赛，在队员上体现中外融合，也

在2017年底， 全国冰球人口已突破了

B组、 允许外籍球员参赛、 南方省市

我们设想在未来的锦标赛中按照水平

让他们获得更多归属感、幸福感。 ”

12000人，冰场数量也达到200多块。 北

“井喷式”参加等各项改革措施为全国

设置不同等级赛事， 随着女子冰球的

改革的举措还体现在南方队伍的

京申冬奥成功以来， 中国冰球的快速

推广普及， 未来也会在女子冰球比赛

“井喷式”参赛。 在今年的28支队伍中

发展体现着各项改革举措的成果，多

自去年中国冰球协会改选以来，

中设立B组。 ”面向社会开放的赛事机

有8支队伍来自南方省市，且都是首次

措并举的改革也为本届全国冰球锦标

新一届中国冰球协会班子致力于各项

制改革激发了社会参与冰球运动的兴

参赛，体现了“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

赛注入了更多活力。“这次比赛一是对

冰球改革，国家队俱乐部的相继设立、

趣， 也体现了国家体育总局开放办体

略的成果。 合作建队是又一大改革举

以往全国冰球锦标赛的延续， 也希望

跨项跨界选拔的进行、 全国冰球联赛

育的理念。

措， 在首场比赛亮相的重庆队班底由

通过本届比赛的改革措施推动各地政

冰球锦标赛注入了活力。

的即将出台， 无不显示中国冰球不破

在男子B组中， 还首次允许外籍

齐齐哈尔二队构成， 两地体育部门通

府对冰球的重视。 ”徐成响说，未来中

不立、改革创新的勇气和决心。 本届

球员参赛。 根据竞赛章程，每支男子B

过球员交换的方式实现了重庆这一火

国冰球协会还将继续推进改革步伐，

全国冰球锦标赛也不例外， 首次设立

组队伍允许拥有3名外援， 场上允许1

炉城市在全国性冰球赛事上的首次亮

帮助中国冰球走上发展快车道。

国际冰联副主席捐助北体大
本报讯

5月7日，北京体育大

学“胡文新奖教奖学金”捐赠仪式

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冰球运动、喜
爱冰球运动、参与冰球运动。

在北体大国家队训练基地举行。国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

际冰联副主席、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东代表学校对胡文新捐资奖教助

员胡文新以个人名义向北京体育

学的行为和对冰球运动发展的大

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0

力支持表示感谢。北京体育大学成

万元， 支持北京体育大学高等教

立冰球运动学院，致力于培养高水

育、体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中国冰

平竞技体育人才和推动冰球运动

球运动学院建设， 奖励在教学、科

发展的教练员、裁判员及其他各类

研、训练、比赛和人才培养方面具

技术人才，也致力于建立中国冰球

有优异成绩的教师和学生。

青训体系，更致力于打造一支未来

胡文新表示， 北京体育大学成

的中国冰球国家队， 代表国家在

立中国冰球运动学院， 为中国冰球

2022北京冬奥赛场上取得优异成

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期

绩。

待。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

（王静 何青汉）

北京市足球教练进校园活动举行
北 京 市 2018E 级 足

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

球教练第四期学员进校园活动日

本报讯

校”的新升小学为确保校园足球运

前在北京市朝阳区新升小学举行。

动的深入开展，在原有基础上系统

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前北

研发足球校本课程，利用大课间和

京国安队球员韩旭、新升小学校长

体育课开展形式多样的足球活动，

及2018E级足球教练第四期全体

利用暑期举办足球夏令营活动。通

学员出席活动，并向孩子们赠送了

过系列活动，学生们了解了足球文

礼物。

化，掌握了足球实战技巧，提高了

活动中，2018E级足球教练第
四期的学员们将自己在课程培训

运动素养， 俨然成为小足球运动
员。

中所学到的足球训练要点以及在

本次活动的举办，希望新晋成

足球场上的经验、技术一一传授给

为足球教练员的学员们能够不忘

学生们，并为学生们设计了丰富多

初心，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战技

彩的足球小游戏。 活动让孩子们接

巧倾囊相授，为中国足球青少年发

触到专业的足球技巧， 开阔视野，

展作出贡献，同时希望能有更多家

了解更先进的足球理念，享受足球

长、老师及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校

运动带来的健康和欢乐。

园足球。

（自

迩）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开幕
本报讯

2018中国户外健身

嘉年华、音乐晚会、露营大会、自

休闲大会首站比赛日前在湖南永

驾游等体验项目， 此外三分石极

州宁远县启幕。 大会吸引了来自

限攀爬是大会的特色项目。 活动

全国15个省区市5000余名户外运

不仅体现竞技体育的刺激性和观

动爱好者参加，举重奥运冠军王明

赏性， 更体现出大众参与的全民

娟、举重世界冠军廖素平、登顶珠

性。

峰英雄张晓帆也参与其中。
本次比赛设置了自行车联
参加全国冰球锦标赛的选手在比赛中拼抢。

本报记者 安灵均摄

赛、10公里联赛、5公里健康跑、徒

本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省体育局、
湖南省旅发委等单位联合主办。

步毅行四个竞赛项目， 设有趣味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创意十足
本报记者

场体育文化旅游盛宴， 赛事所产生的

黄心豪

社会内涵与外延得到充分彰显。

运动员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参赛选手们一起穿越清幽古朴的

大汉三墩徐闻参加南粤古驿道定向大

长街古巷， 用运动热情激发千年古港

为公众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为主题，充

（王

晃）

八大赛扮靓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理系统”，给每位参赛选手配发了一个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广州大

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6月
29日至7月2日在大学城体育中心
自行车馆举办。 目前，根据省运会

分结合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按

安全手环， 赛事安全指数系统对所有

学城体育中心召开的2018年度赛

照广东省政府对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

参赛运动员在比赛中全程进行实时有

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8项大

的工作要求，突出“一站一特色”。

效监控，确保安全。 其中，通过系统求

赛将进一步提高广州大学城体育

竞委会的要求，大学城体育中心正
在有序推进场地修缮、 器材采购、
宣传推广、 志愿者招募等筹备工

赛，首尝分站积分制，试行户外安全管

新活力。当天参赛运动员过千人，适逢

大赛首次采用的分站积分制大大

助1人，迷路警示1人，运用系统判罚0

中心的知名度，更好地促进亚运场

理系统；老百姓观看比赛、零距离接触

徐闻菠萝旅游文化节， 本次定向大赛

增强了比赛的竞争激烈性。 赛事裁判长

人，监控准确率达100%。 在本次比赛

馆的赛后利用。

奥运冠军刘虹和中国男篮蓝队主帅杜

期间共吸引运动员、 古港村民、 体验

宏丽茵告诉记者：“我们首次在古驿道

中， 检测到一个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

由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办，广州

作。 与此同时，大学城体育中心还

锋，参与徐闻菠萝文化旅游节、骑行活

者、旅游观光者超过5万人次。

的各站计算选手的比赛积分，最后的第

迷路，离开了赛区范围。组委会派裁判

市体育竞赛中心、广州大学城体育

为辖下广州市自行车队备战省运
会自行车赛保驾护航，距离赛事还

动，共享万人菠萝宴，欣赏中国南粤古

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麦良表示，

九站只有积分靠前的优秀选手才能参

去监控安全的过程中， 他已重新跑回

中心承办的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

驿道文化创意大赛优秀文创作品展、

已成功举办两届的南粤古驿道定向大

赛，这就意味着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已

赛区。此外，教练员可通过系统的轨迹

标赛暨全国英式十人制橄榄球锦

有两个月之际，代表广州参赛的市

古驿道文化讲座和艺术家阿瑞以徐闻

赛不仅掀起了广东户外运动和全民健

经变成系列赛。 本站我们还新设了接力

回放功能对运动员比赛过程进行分

标赛日前在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

自行车队正在全力“冲刺”，力争在

析，有效总结比赛经验，有针对性提高

场收官，打响了大学城新年办赛第

家门口取得佳绩。

专项技术水平； 家长还可以通过系统

一枪。 据介绍，在打造广州大学城

今年，大学城体育中心将以更

在家远程观看孩子比赛轨迹。

体育共享平台方面，大学城体育中

高的标准对国际攀联中国攀岩公

石狗为主题的创作绘画 《守护希望的

身新热潮， 更为全省的精准扶贫和美

田野》……这是一场有创意、有特色的

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今

古驿道定向赛， 并由比赛衍生出的一

年，赛事以“以道兴村、助推振兴乡村，

项目，这让很多参赛选手大呼过瘾。 ”
当前， 户外运动的安全管理备受
关注。本次比赛首次启用“户外安全管

镇江体育馆“ 不惑之年”焕发新生机
王煜琦

刘敏

在镇江， 提起健康路上的老体育

目训练比赛使用， 并兼有文艺演出和

这里是友谊的桥梁， 美国拉斯维加斯

文化娱乐功能，以体育惠民为导向，紧

放映电影等功能，体育馆建成后，一度

舞蹈团、日本奈良曼陀铃演奏团、朝鲜

紧围绕“体育伴你行”服务品牌，广泛

成为本市的地标性建筑，万众瞩目。

国家杂技团、 俄罗斯冰上芭蕾舞团等

开展各类全民健身公益性活动。 承办

心今年将在5月、6月、9月、10月分

开赛进行提升打造。 据悉，为做好

别举办2018广州大学城环岛自行

国际攀联中国攀岩公开赛的赛前

车赛、2018广州大学城足球联赛、

预热工作， 强化宣传推广效果，今

2018广州大学城环岛长跑挑战赛

年起，广州攀岩公开赛将作为国际

和2018广州大学城橄榄球联赛等4

攀联中国攀岩公开赛的前奏赛和

项“大学城提升计划”品牌赛事。

系列赛事，以期得到更加广泛的关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第十五

注和参与。

（黄心豪 钟雯）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获捐赠

馆，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曾经

从建成之日起， 镇江市体育馆就

跨越千山万水，留下了精湛的技艺；这

和协办了“千台万人”乒乓球总决赛、

娱乐活动比较匮乏的年代， 老体育馆

被赋予重任，在之后的30多年里，一直

里是拼搏的赛场，世界女篮锦标赛、全

省阳光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国民体质

留下了无数镇江人的青春和芳华。 现

是镇江承接大型国际国内赛事、 举办

国乒乓球锦标赛、中日美女排友谊赛、

测试服务月、 社会体育指导员风采展

5月7日，“鸿星助力·

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圣多美

如今，“不惑之年”的“她”虽略显陈旧，

各类全市性活动的重要场所。1980年5

中美篮球明星争霸赛，场场精彩，扣人

示等一系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全民健

衣路有爱——
—福建鸿星尔克爱心

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1000万元

却依然发光发热， 为广大市民提供着

月11日至12日， 中日美三国国家女子

心弦；这里是冠军的摇篮，秦志戬、邬

身活动， 面向广大市民免费或低收费

助残捐赠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资助湖北、山东、河北、宁夏等七省

排球队和江苏省女子排球队在市体育

娜、张国凤等国手在这里积蓄能量，向

开放，全年开放日达360天。 贴心实在

馆进行表演比赛， 体育馆场场座无虚

着梦想起航；这里是市民的家园，人才

的民生大礼，获得众多市民点赞。

多元、现代、便捷的公共体育服务。

应运而生 风光无限

席，观众达1.7万余人。 1988年10月7日

招聘会、书法作品展、劳模表彰会、职

1978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

至16日，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市体育

工红歌会、旺狗大赛，好戏连台。

浪潮， 老一辈体育人克服了种种难以

馆举行，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比

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一

赛，在比赛的最后一天，镇江被正式命

座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建筑——
—镇江市

名为“全国重点乒乓球城市”。

体育馆。体育馆占地8820平方米、建筑
面积5785平方米，拥有4410个坐椅，可
供篮球、排球、乒乓球、体操、柔道等项

体育惠民 光彩依旧

本报讯

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号召， 鸿星尔克体育

区贫困残疾人以及中国残疾人体育
运动管理中心裁判员和志愿者。

如今， 镇江市体育馆虽然已不再

用品有限公司捐赠价值6000万元的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残疾人福

是大型文体活动的首选之地， 但其光

服装， 以改善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

利基金会、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

彩并未随着岁月慢慢淡化， 似窖藏佳

生活条件。 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

有限公司主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酿，历久弥香。以健康路市民体育公园

公司与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

金会秘书长张雁华、福建省残疾人

署了捐赠协议，6000万元的捐赠中

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刘新明、福建鸿

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为契机， 老体育馆将通过外立面

这里是闪亮的舞台， 侯宝林、刘

公益性是镇江市体育馆的根本属性。

整体出新和内部功能结构调整， 重新

有2000万元用于支持中国残疾人福

星尔克公司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

欢、理查德·克莱德曼、陈佩斯、韦唯、

2013年，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落成后，

焕发生机，成为群众健身、休闲、娱乐

利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 其中1000

事长吴荣照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腾格尔、费翔等明星都曾在这里演出；

老体育馆及时转变工作思路， 弱化了

的好去处。

万元开展援助
“
一带一路”沿线的埃

（赵

萌）

